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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限定目录与供应商数量，
控制成本鼓励联合采购            
——关于《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点评 

  2019 年 06月 24日 

 看好/维持 
  医药 行业报告 

 

  

投资摘要： 

事件：2019年 6 月 18 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办法不仅对医用耗材进行了明确定义，还指出该办法适用于

二级以上医院医用耗材管理，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自 2019 年 9 月 1 日

起施行。 

 

限定目录采购，控制供应商数量。《办法》要求医疗机构建立医用耗材供应目

录，并进行动态管理，不得采购非国家或省市采购目录耗材产品。耗材品种繁

多，采购目录的建立完善需要长期验证，以国家级采购目录为例，自 2000 年

国内开始探索耗材集中采购以来，直至 2008 年国家卫生部才针对临床亟需的

冠脉支架、周围心血管介入、起搏器、电生理等四大类耗材实施集中采购。《办

法》继续明确要求建立目录，划定耗材种类入围门槛，形成较为稳定可查的供

应目录，有利于各地方采购目录的联动对比，逐渐完善省级、国家级统一采购

目录，对医用耗材的统一分类、编码工作提供有力的参考。《办法》要求医疗

机构应当加强供应目录涉及供应企业数量管理，统一限定耗材供应企业数量。

由于相同或相似耗材的供应商数量众多，以往一家医院存在上百家供应商的现

状并不鲜见，也导致耗材采购出现某些不公平竞争现象，此次从国家层面明确

提出限制供应商家数，也是借鉴了地方探索耗材采购，尤其是浙江采购模式的

成功经验。 

明确监管部门，成立专属采购部门。《办法》明确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

药局负责全国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工作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工作的监

督管理。由于耗材采购工作在医疗机构内部尚未形成清晰统一的体系，整个采

购工作较为散乱，因此难以形成有效监管。本次明确监管部门与监管责任，将

给医疗机构的耗材采购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医疗体系自主完善耗材采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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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推荐 

正海生物 1.07 1.47 2.03 51.5 37.5 27.2  8.34 推荐 
 
 

 
     
未来 3-6个月行业大事: 

2019-5-22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关

于开展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决定开展城市医联体建设试点工作 

2019-5-28 国家卫健委下发《关于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目标到

2020年底，在 500个县（含县级市、市辖区）

初步建成目标明确、权责清晰、分工协作的新

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行业基本资料  占比% 
 
股票家数 279 7.72% 

重点公司家数 - - 

行业市值 34303.98 亿元 5.94% 

流通市值 26304.55 亿元 6.18% 

行业平均市盈率 28.93 / 

市场平均市盈率 16.50 / 
 
行业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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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要求二级以上医院应当设立医用耗材管理委员会；其他医疗机构应当成立医用耗材管理组织。医用耗材的采购相关

事务由医用耗材管理部门实行统一管理。目前，医疗机构在耗材采购上难以完全对标药品采购，各科室根据临床需求进行耗

材采购，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采购透明度不足，此次设立医用耗材管理组织，统一明确采购需求，正本清源，通过合理公

开的采购管理来来规避在医疗机构内部潜在违规风险。通过内部设立专属采购部门，外部强化监管机制，逐步促成耗材采购

工作的透明化、规范化、合理化。 

控制采购成本，鼓励联合采购。《办法》要求，医疗机构采购医疗设备时，应当充分考虑配套使用医用耗材的成本，并将其

作为采购医疗设备的重要参考因素。且鼓励医联体内医疗机构或者非医联体内医疗机构联合进行医用耗材遴选和采购。由于

高值耗材已经成为患者及医保的一大负担，近年来，医用耗材，尤其是高值耗材占医疗费用比例快速增加，因此控制成本将

是耗材采购的工作重点之一，这也需要医疗机构形成成熟的采购模式，但是本次仅提到“采取适当的采购方式”，我们认为

针对全国范围内的耗材集中采购方式将会以浙江模式为重要参考，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点的采购方式。同时，医用耗材采购

不断向着跨区域联合采购发展，目前全国已经形成四大初具规模的采购联盟，覆盖全国 18 个省份，继续鼓励联合采购也是

在政策面引导国内耗材采购向着更全面的集中采购方向发展。重点考虑成本因素与鼓励联合采购相结合，将推动国内耗材采

购以价格为导向展开，以采购联盟为基础合作，浙江模式有望更大范围的推广。 

重点监控高值耗材，采购政策逐步形成。《办法》提出，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以及医疗机构应当对

临床应用技术要求较高、风险较大、价格较昂贵的医用耗材进行重点监控。针对高值耗材的价格问题，近期中央深改委、国

务院、医保局密集发声，提出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同时，逐步统一全国医保高值医用耗材

分类与编码，对单价和资源消耗占比相对较高的高值医用耗材开展重点治理，改革完善医用耗材采购政策。根据国家医保局

会议披露消息来看，首先将从重点品种开始着手，集采或将从心血管介入器械（支架）切入。同时，随着北京市近 3700 家

医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我国目前已经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的医院已超 7000 家，进一步挤掉耗材价格的“水分”，厘清耗材价

格体系。医用耗材采购将是 2019 年医疗改革工作的重点，我们认为高值耗材集中采购前期工作需要较长时间筹备，尤其高

值耗材的阳光采购，会经过企业、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多方协调，多轮谈判，因此有望给以足够的政策缓冲期。 

投资策略：关注创新和成长，理性看待降价。介入和植入器械附加值高，基本属于高值耗材的范畴，市场一直担忧降价会带

来冲击，实际上高值耗材的流通仍在改革中，其中巨大价差为生产企业留足了安全的区间。站在行业角度，高值耗材创新要

快于药品，产品系列的不断丰富，技术的快速迭代也在抵消降价的影响，创新驱动行业增长更加持续性和抗政策风险，维持

行业增持评级。个股方面，以自费为主的耗材目前受政策影响最少，建议关注正海生物，具有创新能力企业，新产品放量可

以抵消降价影响，维持乐普医疗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高值耗材降价超预期、政策方向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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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点评 建目录定底价，双标综合评审，浙江模式引导联盟化采购趋势 2019-06-12 

行业点评 高值耗材降价更趋合理化，关注创新型高成长企业 2019-05-31 

行业 
产业报告系列（二）之医药篇：医疗器械发展朝气蓬勃，注重高成长

性细分领域 
2019-05-09 

公司 
正海生物 2019年一季报点评：口腔修复膜销量持续高增长，在研产

品进展顺利中长期业绩可期 
2019-04-26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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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胡博新 

药学专业，9 年证券行业医药研究经验，曾在医药新财富团队担任核心成员。对原料药、医疗器械、血液制

品行业有长期跟踪经验。 
 

研究助理简介 

 

研究助理：李勇 

医药生物行业分析师，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学硕士、山东大学药学学士，曾就职于基业常青经济研究院，

2019 年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主要覆盖医疗器械、医疗服务领域。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

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

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

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

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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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的机构。本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

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

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东兴证券研究所，且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和经本公司授权刊载机构的客户使用，未经授权私自刊载研究报

告的机构以及其阅读和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报告、防止被误导，本公司不承担由于非授权机构私自刊发和非授

权客户使用该报告所产生的相关风险和责任。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